
2020年2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张旭杰 版式刘丹阳 校对张晓04 要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四 个 点 、一 个
圈，连起了成德眉资
四座城。同城化齐
头并进，首批265项
重点任务有了成效，
四个城市的设施互
通、产业协作、市场
共建、协同创新、共
促开放以及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生态环
境共保共治等领域
取得了积极进展。天府通公交卡实现跨区域多场景应用。 图据四川发布

◆ 设施互通 ◆

半小时轨道通勤圈初步形成

一张天府通，走遍成德眉资。打
破空间“藩篱”，交通融合成为四城百
姓最直观的体验。随着公交服务一
体化进程加快，成都至德眉资日开行
动车达88对，初步形成半小时轨道通
勤圈，6 条城际公交日均客流逾万人
次，天府通实现跨区域多场景应用。

成自宜高铁全线开工，成南达万
高铁前期工作加快，S3、S5、S11线等
市域铁路初步纳入《成都平原城市群
轨道交通规划》近期规划并启动前期
工作，轨道交通体系加快构建，基础
设施联通水平正在持续提升。目前，
四城高速路网不断加密，成资渝、成
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加快建设，成乐、
成绵高速扩容项目和天邛高速开工
在即，天眉乐、蒲井高速有序开展前
期工作。快速路网持续优化，中金简
快速路金堂至中江段建成，天府大道
北延线、金简仁、成彭什等快速通道
进展顺利，东西城市轴线（东段）开
工，成资临空大道加快前期。

◆ 产业协作 ◆

千亿元总部项目落户天府新区

在同城化进程下设立的“成都中
欧班列”“蓉欧+东盟国际班列”德阳
基地，德阳-成都-钦州港海铁联运班
列出口货值超过 6000 万美元，19 个
成都企业投资产业项目落地德阳，成
德工业园（凯州新城）实现产值 90.1
亿元，增长26.7%。

推动成眉产业协作发展，天府新
区成眉片区合作共建的高新技术转
化试验基地完成初步选址，成眉新材
料中试孵化基地落地眉山金象化工
产业园，成都华西德康生猪项目、正
大蛋鸡全产业链项目开工建设，中马
成都实业等在眉山布局服务业项
目。推动成资产业协作发展，成都空

港新城与资阳临空经济区共推 16 项
重点合作任务，建立起协同招商及项
目流转机制，261 户成都鞋企转移资
阳并投产64户，成资零部件产品分别
进入成都一汽大众、资阳南骏汽车等
供应链，新希望六和等6个成都企业
在资阳布局农产品基地。

共建总部经济平台，东方电气集
团创新业务中心等30余个企业总部
项目签约落户天府新区，协议总金额
达1110亿元。

◆ 市场共建 ◆

建成博士后工作网络沟通平台

统一市场体系建设，人才也要零障
碍流通。同城化框架下，探索建立统一
制度规则，开通一体化企业登记绿色通
道，共同发布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
构建统一人力资源市场，同城化特大型
人才招聘活动提供德眉资需求岗位
4927个，建成博士后工作网络沟通平
台。共建共享金融服务体系，成都银
行、成都农商银行、华西证券等在3市
设立分支机构，锦泰保险为德阳二重8
万吨模锻压机承保，3市在天府股交中
心特色板挂牌企业392家。此外，积极
推进政务协同，天府市民云资阳平台上
线运行，德阳、眉山平台形成方案，政务
服务异地通办事项加快实现标准统一，
户籍迁移业务实现省内一站式办理和
登记管理标准化。

◆ 协同创新 ◆

成都科技创新平台覆盖德资眉

不断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共同提升
科技创新平台服务能力。成都“菁蓉
汇”“盈创动力”“科创通”等平台覆盖3
市，实现776家机构、1986个产品服务
信息互通，“校企双进”推动3市近60家
重点企业与成都高校700余项优质科
技成果对接。创新要素集聚辐射能力
不断提升，新经济城市机会清单呈现德

眉资74条信息，成都新经济天使投资
基金备选项目库纳入3市19个意向融
资项目。创新政策联动水平明显提
高，筹备组建区域技术转移联盟，国家
技术转移西南中心资阳分中心成立，
省市共设7亿元知识产权运营基金。

◆ 共促开放 ◆

四城市协同建设自贸试验区

同城化正在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协
同共进。协同建设自贸试验区，多式
联运一单制改革成果在全国自贸区推
广，德眉资获批建设自贸区协同改革
先行区。陆海联运网络拓展完善，国
际班列联接境外25个城市及14个国
内城市，综合重载率达92.9%，成都铁
路港与省内 120 个区县建立协作关
系，“蓉欧+”平台集货功能有效提升。

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天府新
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通过验收，高
新西园综保区正申报验收，蓉欧快铁
纳入中欧安全智能贸易通关试点，成
都航空口岸过境144小时免签停留范
围扩展至包括德眉资在内的11市。

◆ 公共服务 ◆

同城化共享惠民服务“礼包”

异地医保结算、优质网课惠及同
城化学生，这些公共服务的“礼包”让
百姓感受到了同城化的好处。教育
合作不断深入，牵头制定教育同城化
实施方案，优质网教资源惠及 3 市
118个班级、5551名学生。医疗健康
水平协同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
险评估信息等同城共享，急救演练等
培训向3市开放。社保服务同城化进
程加快，成都优质教育、医疗延伸服
务3市，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
异地社保卡服务、就医即时结算实现
同城化，1249家医疗机构开通异地就
医结算，5062家药店开通异地刷卡购
药。养老服务体系逐渐完善，签署养
老服务同城化协议，深化床位运营补
贴、医养结合、行业标准统筹等合作。

◆ 生态环境 ◆

合力共建宜居宜业生活环境

同城化还持续推进大气水污染
防治，建立起重污染天气预警和空气
质量联合会商机制，成都地区空气质
量大幅改善，建立起岷江、沱江流域
水污染联防联治机制，东风渠、南河、
锦江水质达到Ⅲ类，出口断面主要污
染物明显下降。协同实施重大工程，
毗河供水一期工程实现试验性通水，
张老引水工程取水口工程开工，老鹰
水库水源保护—望水河泄水工程简
阳段完成暗管回填，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增绿面积达到3.57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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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26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102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西昌、攀枝花、马尔康
良：遂宁、泸州、绵阳、广元、资阳、广
安、宜宾、乐山、雅安、内江
轻度污染：达州、南充、德阳、自贡、巴
中、眉山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

小雨转晴

小雨

小雨

小雨转多云

阴

小雨

阴

小雨

小雨

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转阴

小雨

小雨

小雨

中雨转小雨

小雨转阴

中雨转小雨

-2-16℃

0-9℃

10-24℃

12-26℃

8-14℃

10-16℃

11-17℃

11-16℃

10-17℃

12-19℃

11-18℃

11-19℃

11-18℃

12-19℃

11-18℃

12-17℃

10-16℃

11-16℃

10-15℃

10-14℃

小雨转晴

小雨转多云

小雨转晴

小雨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多云转晴

小雨转晴

小雨转多云

多云

多云转晴

晴

阴转多云

-5-13℃

-3-5℃

8-23℃

10-23℃

8-19℃

10-19℃

10-19℃

10-20℃

10-19℃

10-20℃

8-20℃

10-19℃

10-18℃

11-19℃

9-17℃

11-17℃

10-19℃

11-16℃

9-17℃

10-13℃

吴冰清

华西都市报讯（舒坤 见习记者
佘翔）记者 2 月 26 日获悉，为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泸州叙
永县纪检监察系统加强对乡镇、部门
履职情况的监督，就企业复工复产、
春耕生产、疫情防控落实等情况开展
督促检查，并收集反馈存在困难和问
题，及时督办解决。

截至2月23日，叙永县已有75家
“四上企业”、3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以及8个市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我们村今年还有 12 户 42 人计

划脱贫，既要做好防疫宣传，也要抓
好春耕生产。”县纪委监委派驻黄坭
镇黄坭村的第一书记张杰正忙着逐
户走访，并送去种子、化肥、饲料等春
耕急需物资，保障群众不误农时，产
业稳定增收。

春耕备耕环环紧扣，除了物资保
障外，畅通农资渠道也尤为重要，叙
永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监
察组紧盯农资供应渠道，督促农资经
营店做好防疫的同时，严厉打击农资
市场哄抬物价的行为，确保农民群众

用上放心种、放心药、放心肥。
同样，在叙永资源综合利用经济

园区内，郎玻厂的420名工人经过登
记、测量体温和全面消毒后，开始进
入生产一线。据园区纪工委书记唐
春介绍，郎玻厂已吸纳龙凤及周边乡
镇420余名群众进厂务工，其中贫困
群众达47人。

据了解，叙永县组成 8 个专业指
导队伍，一企一策，分层分级分类指
导防疫工作，确保在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积极复工复产。

泸州叙永：用好监督检查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一张天府通 走遍成德眉资
四城同城化：半小时轨道通勤圈初步形成，首批265项重点任务进展显著

反复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冲高回落，收盘

下跌，你怎么看？
答：外围市场再次大跌，受此影响，A股再

次宽幅震荡，沪指表现相对抗跌，创业板指受科
技股重挫影响以大跌4.66%收盘，盘面上低价股
表现抢眼，而北上资金也再次出现净流出。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85只，跌停91只。技术上看，
各股指均失守5日均线，但仍收于10日均线之
上，之前最弱的沪指也险守60日均线；60分钟图
显示，沪深股指均失守5小时均线，且60分钟
MACD指标呈现死叉状态；从形态来看，之前笔
者明确指出有关创业板指的两个技术信号，一
是下一个阻力点位2312点，二是60分钟MACD
指标再次出现死叉，甚至从时间上预判主升浪
已经进入炽热阶段。虽说短期震荡从外围市场
大跌而起，但其实更多地是来自于技术面的调
整。短期来看，只要各股指不失守周二低点，那
么行情还存在一丝反包转机，否则不可避免的
需考验60小时均线的支撑。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28.5元卖出光环新网
4.4万股，之后以27.75元买回4.4万股；以7.23
元买入置信电气20万股，之后以7.25元卖出20
万股；以6.63元卖出凯文教育20万股；以24.25
元卖出科伦药业5万股。目前持有中国中期
（000996）25万股，置信电气（600517）45万股，光
环新网（300383）4.4万股。资金余额7250997.97
元，总净值14118277.97元，盈利6959.14%。

周四操作计划：光环新网拟先买后卖做
差价并适当增加持仓，拟择机买入超清视频
题材华数传媒（000156），拟择机买入触控显
示领域的龙头长信科技（300088），以上合计
不超10%仓位，置信电气、中国中期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